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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劉文強教授，是一

位長於典籍研究的知名學者，自先秦的《左

傳》、《三禮》至漢魏六朝散文，皆是他長年投

入鑽研的範疇。

     典章文獻的文本是中文系研究的基礎，由於時

間跨度長，文本的散佚偽誤也是多數學者的痛，

近代文學或許相關史料較為齊整，也容易蒐羅，

但對於研究古籍的學者來說，即使不過相距百餘

年的《紅樓夢》，目前已知的脂本系統便包含甲

戌本、己卯本、庚辰本與戚序本四版差異，遑論

更久遠之前的作品了。

     由於傳統的研究方式面臨典籍版本與字詞判定上的困難，因此劉文強主持科技部

人社中心《巨量文本方法下的左傳成書研究》研讀班，嘗試以數理的思維方式讓文學

上的難題獲得解決。

科技提升人文，人文深化科技

　　在印刷術尚未普及之前，書籍的流通以手抄本為主，古籍文典在傳抄過程中，往

往因為書寫錯誤或筆畫不清等緣由，造成的謬誤與疏漏數不勝數，研究者須耗費大量

時間與精力去一一檢核，審視任何一個令人感到疑慮的字詞；「郭公夏五，疑信相

參」是否貽笑大方暫且不論，訛誤失實的文字可能影響研究正確性甚鉅，造成嚴重的

後果，《呂氏春秋．慎行論》的「己亥涉河」成了「三豕渡河」就是典型的例子。

　　隨著科技進步，網路興起後，很快地成為學術資料搜尋、儲存及分享的重地，

2003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陳郁夫教授(現已退休)建立「寒泉古典文獻全文

檢索資料庫」，運用數位化典藏了十三經、四庫總目以及先秦諸子、二十五史等古

籍，成為劉文強進行研究時的好幫手，使用寒泉資料庫找參考材料很方便，不會疏

漏，然而受限於系統類型，他很快地察覺不足之處。

     中文字受到語言、環境等因素影響，同一個字詞在不同的時代，甚至在相異的語

境中，所代表的意思便可能不盡相同；劉文強發現，寒泉資料庫查察關鍵字時相當好

用，但若想要解決字詞的脈絡問題，便不甚理想。舉例來說，《論語》是孔子弟子與

再傳弟子的集錄匯編，提到孔子時多使用子、夫子等稱謂，孔子名丘字仲尼，「仲

尼」一詞在《論語》中，一共出現六次，全數落在〈子張篇〉，而所有的「仲尼」都

和子貢有關，因子貢讚美孔子，但顏淵也讚美孔子，為什麼不是顏淵最多？這是劉文

強開啟巨量研究的契機，他認為，先前之所以沒有研究過這個問題，是因為缺乏適當

的工具可以呈現。

　　有鑑於此，劉文強需要更好的工具來處理龐雜的文獻，2009年，國立臺灣大學

資工系教授項潔開始進行資料庫的建立，他提出了三維角度的看法，劉文強認為加上

時間應該是四維角度，巨量文本研究方法與統計學、離散數學相關，若不懂大數據就

無法進行討論。數位工具不是萬能的，但可運用的層面非常廣泛，不但要使用，而且

要盡量使用，能夠獲得的工具增加，可以做到的成果就越多或越好！

　　在摸索的過程中，連續三四年的時間，劉文強常常夢到自己坐在公車站，但是不

知道要去哪裡。憑著對研究的執著與信念，他前去請教看起來和中文系完全八竿子打

不著的資工系與生醫所，生物醫學所要求的是精準醫療，劉文強要的是能夠做到每個

字的精準梳理與判斷，他認為資工的專業和中文的研究，很像是上下游產業，好比將

石油精煉成汽油，要有生醫的精準判斷、資工的挖掘器械，再由中文提純淬鍊，最終

達到全方位呈現的效果。這讓他有了全新的體認，也抓到正確方向，原本在公車站不

曉得要去哪裡的劉文強，彷彿「有一天跳上火車，火車把我送到高鐵上」。科技的提

升支持著人文的需求，人文的發展深化了科技的進步，但是文言文的規律，目前資工

還無法掌握，科技與人文各擅勝場，自身領域範圍內的知識豐富卻缺乏整合，殊為可

惜。

     雖然計畫於2022年申請退休，但對於學術研究，劉文強始終秉持著堅毅的精神、

不渝的信念，絲毫不見倦懶，經典的要求精準到每一字都要斟酌再三，單單一個舉手

的動作，他便以興、舉、捧、抔四字來表述其中的分別，侃侃而談這些動作在典籍中

的形象。他認為，既然選擇用科學的依據處理文字，那麼只有用更多字，定位才會精

準，如同要使用資料庫，先透過大量的閱讀，效果更好，因為學識只會累積不會倒

退。目前他帶領學生做先秦經典的補注，並鼓勵學生只要願意努力用功，得到的收穫

是以前難以想像的，若能有事半功倍的器材協助研究，以後發展將不可限量。

　　

堅毅的精神，不渝的信念

　　2014年，劉文強和學生出席馬王堆學術研討會，將「黃帝」查了一遍，赫然發

現，我們以為人盡皆知的「黃帝」一詞，在《墨子》中其實一次都沒有出現過，不僅

墨子不提，墨子及其後代的文獻中也都未見隻字！「消失的黃帝」引起劉文強的興

趣，生活在距離「炎帝」、「黃帝」幾千年的二十一世紀，都曉得這兩位上古神話人

物，但在與其年代相近的《墨子》反而沒有紀錄，也許把舊有的、習以為常的概念，

用新的方法重新檢視和排列，根據文獻證據，可能就會顛覆了傳統既定的印象。

　　先秦兩漢的經典問題在於分別有流傳的過程，例如《左傳》又名《左氏春秋》，

是配合《春秋》的編年史，記事比《春秋》多十三年。《左傳》與《春秋》應該是不

能切割的，像是一個整合型計畫，孔子是召集人，不是撰寫者。《左傳》跟《孔子家

語》以及《國語》相關，《孔子家語》的爭議很多，不少學者直言是偽書；至於《國

語》，司馬遷的〈報任安書〉載有「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然而左丘明生活在

春秋末年，《左傳》卻有戰國初的記事，年代已有疑慮，因此古籍史書是否可靠也是

一大問號，遑論距離先秦較司馬遷更遙遠的閻若璩、朱熹等百家說法；最重要的是，

倘依此門徑順藤摸瓜地回溯，可能會「回到原點」，屆時若理出許多經典成為偽作的

情況，將導致很多學者無法接受。劉文強認為，現象很容易發現，但現象所蘊含的問

題不能預測，如同廚師的廚藝有高下之分，水準相同的食材做出來的料理，差別只在

於精緻度。

　　2022年，劉文強主持科技部《先秦兩漢經典流傳現象之研究》，準備串連先秦

兩漢時期的經典關係，這是立基於巨量資料庫的研究進行深耕與拓展，試圖重整，甚

至重塑春秋戰國的面貌。在中文領域進行巨量資料庫的建構與推動研究方法的變革，

劉文強不認為自己是開創的先鋒，而是將自己定義為推廣者，他在無數場演講中，不

厭其煩介紹巨量資料庫的研究，希望研究者能藉此減少摸索的時間，利用更合宜的工

具，完成卓越的學術產出。

　　

文學與工程，跨領域的雙向奔赴

　　2014年，劉文強深知若要在研究方法和使用工具上有所突破，跨領域是不可能

逃避的辦法，他前往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拜訪地理學博士吳連賞校長，想藉GIS（Geo-

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地理資訊系統）完成資料圖像化，解決《左傳》中提

到的首都遷徙問題，同時也申請補助，希望能尋求資源。最後補助申請遭到退件，理

由竟是審查委員將3S (GIS地理資訊系統、GPS全球定位系統、RS遙測) 誤會為「GPS」，

雖然令人感到氣餒，但更堅定劉文強一定要利用資訊工程打造科技文學研究的決心。

　　巨量文本造成的誤會，可由大部分委員認為這是透過網路搜尋就可以處理的審查

意見中略見端倪，然而搜尋是方法、整理是過程，發現問題才是結果。在研究過程

中，設定參數是很令人傷腦筋的步驟，典籍中由字、詞到時空的比較，若無法精準定

義，便很難找到正確答案；再者，以前要熟記默背的資料，現在只需要輸入關鍵字查

詢，就能夠得到答案，會不會造成研究工作上的憊懶投機？劉文強認為正好相反，他

指出研究者對文本的精熟程度才是成果好壞的關鍵，倘若研究者只依賴工具，對於很

多字詞不能正確掌握，就無法做出精確的研究，工具之所以讓人感到方便，在於使用

者對知識具備足夠的底蘊，資料庫的建立改善了工作效率，更凸顯打好文本基礎的重

要性。

　　例如典籍中的「曰」和「云」二字，都能解釋為「說」的意思，兩個字的差別在

於「曰」是確定已知，就是語出某某人、不可更改的確鑿，而「云」字不是；又如有

些字詞可以前後顛倒，有些不行，如「憐」、「愛」、「惜」，憐愛、愛憐、憐惜、

愛惜都是字詞，但惜愛、惜憐就不是。在研究過程中，常常做了關於甲乙的研究，卻

又冒出涉及丙丁的連結，就這樣一個套一個，往前後左右延伸，研究的量體便益發龐

大。中文系還有一個困擾從事古籍經典研究學者的嚴峻問題，就是歷朝歷代屢見不鮮

的偽書！早年不乏許多辛苦投入典章考據的研究者，土法煉鋼經交叉比對分析大量資

料後，才發現關鍵竟然被登載在偽書中的情況！若當時已有合適的工具及方法，必定

能少走冤枉路，文學與科技雖然在本質上看似互不相干，但在越來越先進的跨領域交

流中，逐步加強互動，緊密合作。

文籍先生，強識博聞——劉文強

採訪／連采宜　　撰文／連采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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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但在與其年代相近的《墨子》反而沒有紀錄，也許把舊有的、習以為常的概念，

用新的方法重新檢視和排列，根據文獻證據，可能就會顛覆了傳統既定的印象。

　　先秦兩漢的經典問題在於分別有流傳的過程，例如《左傳》又名《左氏春秋》，

是配合《春秋》的編年史，記事比《春秋》多十三年。《左傳》與《春秋》應該是不

能切割的，像是一個整合型計畫，孔子是召集人，不是撰寫者。《左傳》跟《孔子家

語》以及《國語》相關，《孔子家語》的爭議很多，不少學者直言是偽書；至於《國

語》，司馬遷的〈報任安書〉載有「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然而左丘明生活在

春秋末年，《左傳》卻有戰國初的記事，年代已有疑慮，因此古籍史書是否可靠也是

一大問號，遑論距離先秦較司馬遷更遙遠的閻若璩、朱熹等百家說法；最重要的是，

倘依此門徑順藤摸瓜地回溯，可能會「回到原點」，屆時若理出許多經典成為偽作的

情況，將導致很多學者無法接受。劉文強認為，現象很容易發現，但現象所蘊含的問

題不能預測，如同廚師的廚藝有高下之分，水準相同的食材做出來的料理，差別只在

於精緻度。

　　2022年，劉文強主持科技部《先秦兩漢經典流傳現象之研究》，準備串連先秦

兩漢時期的經典關係，這是立基於巨量資料庫的研究進行深耕與拓展，試圖重整，甚

至重塑春秋戰國的面貌。在中文領域進行巨量資料庫的建構與推動研究方法的變革，

劉文強不認為自己是開創的先鋒，而是將自己定義為推廣者，他在無數場演講中，不

厭其煩介紹巨量資料庫的研究，希望研究者能藉此減少摸索的時間，利用更合宜的工

具，完成卓越的學術產出。

　　

文學與工程，跨領域的雙向奔赴

　　2014年，劉文強深知若要在研究方法和使用工具上有所突破，跨領域是不可能

逃避的辦法，他前往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拜訪地理學博士吳連賞校長，想藉GIS（Geo-

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地理資訊系統）完成資料圖像化，解決《左傳》中提

到的首都遷徙問題，同時也申請補助，希望能尋求資源。最後補助申請遭到退件，理

由竟是審查委員將3S (GIS地理資訊系統、GPS全球定位系統、RS遙測) 誤會為「GPS」，

雖然令人感到氣餒，但更堅定劉文強一定要利用資訊工程打造科技文學研究的決心。

　　巨量文本造成的誤會，可由大部分委員認為這是透過網路搜尋就可以處理的審查

意見中略見端倪，然而搜尋是方法、整理是過程，發現問題才是結果。在研究過程

中，設定參數是很令人傷腦筋的步驟，典籍中由字、詞到時空的比較，若無法精準定

義，便很難找到正確答案；再者，以前要熟記默背的資料，現在只需要輸入關鍵字查

詢，就能夠得到答案，會不會造成研究工作上的憊懶投機？劉文強認為正好相反，他

指出研究者對文本的精熟程度才是成果好壞的關鍵，倘若研究者只依賴工具，對於很

多字詞不能正確掌握，就無法做出精確的研究，工具之所以讓人感到方便，在於使用

者對知識具備足夠的底蘊，資料庫的建立改善了工作效率，更凸顯打好文本基礎的重

要性。

　　例如典籍中的「曰」和「云」二字，都能解釋為「說」的意思，兩個字的差別在

於「曰」是確定已知，就是語出某某人、不可更改的確鑿，而「云」字不是；又如有

些字詞可以前後顛倒，有些不行，如「憐」、「愛」、「惜」，憐愛、愛憐、憐惜、

愛惜都是字詞，但惜愛、惜憐就不是。在研究過程中，常常做了關於甲乙的研究，卻

又冒出涉及丙丁的連結，就這樣一個套一個，往前後左右延伸，研究的量體便益發龐

大。中文系還有一個困擾從事古籍經典研究學者的嚴峻問題，就是歷朝歷代屢見不鮮

的偽書！早年不乏許多辛苦投入典章考據的研究者，土法煉鋼經交叉比對分析大量資

料後，才發現關鍵竟然被登載在偽書中的情況！若當時已有合適的工具及方法，必定

能少走冤枉路，文學與科技雖然在本質上看似互不相干，但在越來越先進的跨領域交

流中，逐步加強互動，緊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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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劉文強教授，是一

位長於典籍研究的知名學者，自先秦的《左

傳》、《三禮》至漢魏六朝散文，皆是他長年投

入鑽研的範疇。

     典章文獻的文本是中文系研究的基礎，由於時

間跨度長，文本的散佚偽誤也是多數學者的痛，

近代文學或許相關史料較為齊整，也容易蒐羅，

但對於研究古籍的學者來說，即使不過相距百餘

年的《紅樓夢》，目前已知的脂本系統便包含甲

戌本、己卯本、庚辰本與戚序本四版差異，遑論

更久遠之前的作品了。

     由於傳統的研究方式面臨典籍版本與字詞判定上的困難，因此劉文強主持科技部

人社中心《巨量文本方法下的左傳成書研究》研讀班，嘗試以數理的思維方式讓文學

上的難題獲得解決。

科技提升人文，人文深化科技

　　在印刷術尚未普及之前，書籍的流通以手抄本為主，古籍文典在傳抄過程中，往

往因為書寫錯誤或筆畫不清等緣由，造成的謬誤與疏漏數不勝數，研究者須耗費大量

時間與精力去一一檢核，審視任何一個令人感到疑慮的字詞；「郭公夏五，疑信相

參」是否貽笑大方暫且不論，訛誤失實的文字可能影響研究正確性甚鉅，造成嚴重的

後果，《呂氏春秋．慎行論》的「己亥涉河」成了「三豕渡河」就是典型的例子。

　　隨著科技進步，網路興起後，很快地成為學術資料搜尋、儲存及分享的重地，

2003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陳郁夫教授(現已退休)建立「寒泉古典文獻全文

檢索資料庫」，運用數位化典藏了十三經、四庫總目以及先秦諸子、二十五史等古

籍，成為劉文強進行研究時的好幫手，使用寒泉資料庫找參考材料很方便，不會疏

漏，然而受限於系統類型，他很快地察覺不足之處。

     中文字受到語言、環境等因素影響，同一個字詞在不同的時代，甚至在相異的語

境中，所代表的意思便可能不盡相同；劉文強發現，寒泉資料庫查察關鍵字時相當好

用，但若想要解決字詞的脈絡問題，便不甚理想。舉例來說，《論語》是孔子弟子與

再傳弟子的集錄匯編，提到孔子時多使用子、夫子等稱謂，孔子名丘字仲尼，「仲

尼」一詞在《論語》中，一共出現六次，全數落在〈子張篇〉，而所有的「仲尼」都

和子貢有關，因子貢讚美孔子，但顏淵也讚美孔子，為什麼不是顏淵最多？這是劉文

強開啟巨量研究的契機，他認為，先前之所以沒有研究過這個問題，是因為缺乏適當

的工具可以呈現。

　　有鑑於此，劉文強需要更好的工具來處理龐雜的文獻，2009年，國立臺灣大學

資工系教授項潔開始進行資料庫的建立，他提出了三維角度的看法，劉文強認為加上

時間應該是四維角度，巨量文本研究方法與統計學、離散數學相關，若不懂大數據就

無法進行討論。數位工具不是萬能的，但可運用的層面非常廣泛，不但要使用，而且

要盡量使用，能夠獲得的工具增加，可以做到的成果就越多或越好！

　　在摸索的過程中，連續三四年的時間，劉文強常常夢到自己坐在公車站，但是不

知道要去哪裡。憑著對研究的執著與信念，他前去請教看起來和中文系完全八竿子打

不著的資工系與生醫所，生物醫學所要求的是精準醫療，劉文強要的是能夠做到每個

字的精準梳理與判斷，他認為資工的專業和中文的研究，很像是上下游產業，好比將

石油精煉成汽油，要有生醫的精準判斷、資工的挖掘器械，再由中文提純淬鍊，最終

達到全方位呈現的效果。這讓他有了全新的體認，也抓到正確方向，原本在公車站不

曉得要去哪裡的劉文強，彷彿「有一天跳上火車，火車把我送到高鐵上」。科技的提

升支持著人文的需求，人文的發展深化了科技的進步，但是文言文的規律，目前資工

還無法掌握，科技與人文各擅勝場，自身領域範圍內的知識豐富卻缺乏整合，殊為可

惜。

     雖然計畫於2022年申請退休，但對於學術研究，劉文強始終秉持著堅毅的精神、

不渝的信念，絲毫不見倦懶，經典的要求精準到每一字都要斟酌再三，單單一個舉手

的動作，他便以興、舉、捧、抔四字來表述其中的分別，侃侃而談這些動作在典籍中

的形象。他認為，既然選擇用科學的依據處理文字，那麼只有用更多字，定位才會精

準，如同要使用資料庫，先透過大量的閱讀，效果更好，因為學識只會累積不會倒

退。目前他帶領學生做先秦經典的補注，並鼓勵學生只要願意努力用功，得到的收穫

是以前難以想像的，若能有事半功倍的器材協助研究，以後發展將不可限量。

　　

堅毅的精神，不渝的信念

　　2014年，劉文強和學生出席馬王堆學術研討會，將「黃帝」查了一遍，赫然發

現，我們以為人盡皆知的「黃帝」一詞，在《墨子》中其實一次都沒有出現過，不僅

墨子不提，墨子及其後代的文獻中也都未見隻字！「消失的黃帝」引起劉文強的興

趣，生活在距離「炎帝」、「黃帝」幾千年的二十一世紀，都曉得這兩位上古神話人

物，但在與其年代相近的《墨子》反而沒有紀錄，也許把舊有的、習以為常的概念，

用新的方法重新檢視和排列，根據文獻證據，可能就會顛覆了傳統既定的印象。

　　先秦兩漢的經典問題在於分別有流傳的過程，例如《左傳》又名《左氏春秋》，

是配合《春秋》的編年史，記事比《春秋》多十三年。《左傳》與《春秋》應該是不

能切割的，像是一個整合型計畫，孔子是召集人，不是撰寫者。《左傳》跟《孔子家

語》以及《國語》相關，《孔子家語》的爭議很多，不少學者直言是偽書；至於《國

語》，司馬遷的〈報任安書〉載有「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然而左丘明生活在

春秋末年，《左傳》卻有戰國初的記事，年代已有疑慮，因此古籍史書是否可靠也是

一大問號，遑論距離先秦較司馬遷更遙遠的閻若璩、朱熹等百家說法；最重要的是，

倘依此門徑順藤摸瓜地回溯，可能會「回到原點」，屆時若理出許多經典成為偽作的

情況，將導致很多學者無法接受。劉文強認為，現象很容易發現，但現象所蘊含的問

題不能預測，如同廚師的廚藝有高下之分，水準相同的食材做出來的料理，差別只在

於精緻度。

　　2022年，劉文強主持科技部《先秦兩漢經典流傳現象之研究》，準備串連先秦

兩漢時期的經典關係，這是立基於巨量資料庫的研究進行深耕與拓展，試圖重整，甚

至重塑春秋戰國的面貌。在中文領域進行巨量資料庫的建構與推動研究方法的變革，

劉文強不認為自己是開創的先鋒，而是將自己定義為推廣者，他在無數場演講中，不

厭其煩介紹巨量資料庫的研究，希望研究者能藉此減少摸索的時間，利用更合宜的工

具，完成卓越的學術產出。

　　

文學與工程，跨領域的雙向奔赴

　　2014年，劉文強深知若要在研究方法和使用工具上有所突破，跨領域是不可能

逃避的辦法，他前往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拜訪地理學博士吳連賞校長，想藉GIS（Geo-

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地理資訊系統）完成資料圖像化，解決《左傳》中提

到的首都遷徙問題，同時也申請補助，希望能尋求資源。最後補助申請遭到退件，理

由竟是審查委員將3S (GIS地理資訊系統、GPS全球定位系統、RS遙測) 誤會為「GPS」，

雖然令人感到氣餒，但更堅定劉文強一定要利用資訊工程打造科技文學研究的決心。

　　巨量文本造成的誤會，可由大部分委員認為這是透過網路搜尋就可以處理的審查

意見中略見端倪，然而搜尋是方法、整理是過程，發現問題才是結果。在研究過程

中，設定參數是很令人傷腦筋的步驟，典籍中由字、詞到時空的比較，若無法精準定

義，便很難找到正確答案；再者，以前要熟記默背的資料，現在只需要輸入關鍵字查

詢，就能夠得到答案，會不會造成研究工作上的憊懶投機？劉文強認為正好相反，他

指出研究者對文本的精熟程度才是成果好壞的關鍵，倘若研究者只依賴工具，對於很

多字詞不能正確掌握，就無法做出精確的研究，工具之所以讓人感到方便，在於使用

者對知識具備足夠的底蘊，資料庫的建立改善了工作效率，更凸顯打好文本基礎的重

要性。

　　例如典籍中的「曰」和「云」二字，都能解釋為「說」的意思，兩個字的差別在

於「曰」是確定已知，就是語出某某人、不可更改的確鑿，而「云」字不是；又如有

些字詞可以前後顛倒，有些不行，如「憐」、「愛」、「惜」，憐愛、愛憐、憐惜、

愛惜都是字詞，但惜愛、惜憐就不是。在研究過程中，常常做了關於甲乙的研究，卻

又冒出涉及丙丁的連結，就這樣一個套一個，往前後左右延伸，研究的量體便益發龐

大。中文系還有一個困擾從事古籍經典研究學者的嚴峻問題，就是歷朝歷代屢見不鮮

的偽書！早年不乏許多辛苦投入典章考據的研究者，土法煉鋼經交叉比對分析大量資

料後，才發現關鍵竟然被登載在偽書中的情況！若當時已有合適的工具及方法，必定

能少走冤枉路，文學與科技雖然在本質上看似互不相干，但在越來越先進的跨領域交

流中，逐步加強互動，緊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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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劉文強教授，是一

位長於典籍研究的知名學者，自先秦的《左

傳》、《三禮》至漢魏六朝散文，皆是他長年投

入鑽研的範疇。

     典章文獻的文本是中文系研究的基礎，由於時

間跨度長，文本的散佚偽誤也是多數學者的痛，

近代文學或許相關史料較為齊整，也容易蒐羅，

但對於研究古籍的學者來說，即使不過相距百餘

年的《紅樓夢》，目前已知的脂本系統便包含甲

戌本、己卯本、庚辰本與戚序本四版差異，遑論

更久遠之前的作品了。

     由於傳統的研究方式面臨典籍版本與字詞判定上的困難，因此劉文強主持科技部

人社中心《巨量文本方法下的左傳成書研究》研讀班，嘗試以數理的思維方式讓文學

上的難題獲得解決。

科技提升人文，人文深化科技

　　在印刷術尚未普及之前，書籍的流通以手抄本為主，古籍文典在傳抄過程中，往

往因為書寫錯誤或筆畫不清等緣由，造成的謬誤與疏漏數不勝數，研究者須耗費大量

時間與精力去一一檢核，審視任何一個令人感到疑慮的字詞；「郭公夏五，疑信相

參」是否貽笑大方暫且不論，訛誤失實的文字可能影響研究正確性甚鉅，造成嚴重的

後果，《呂氏春秋．慎行論》的「己亥涉河」成了「三豕渡河」就是典型的例子。

　　隨著科技進步，網路興起後，很快地成為學術資料搜尋、儲存及分享的重地，

2003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陳郁夫教授(現已退休)建立「寒泉古典文獻全文

檢索資料庫」，運用數位化典藏了十三經、四庫總目以及先秦諸子、二十五史等古

籍，成為劉文強進行研究時的好幫手，使用寒泉資料庫找參考材料很方便，不會疏

漏，然而受限於系統類型，他很快地察覺不足之處。

     中文字受到語言、環境等因素影響，同一個字詞在不同的時代，甚至在相異的語

境中，所代表的意思便可能不盡相同；劉文強發現，寒泉資料庫查察關鍵字時相當好

用，但若想要解決字詞的脈絡問題，便不甚理想。舉例來說，《論語》是孔子弟子與

再傳弟子的集錄匯編，提到孔子時多使用子、夫子等稱謂，孔子名丘字仲尼，「仲

尼」一詞在《論語》中，一共出現六次，全數落在〈子張篇〉，而所有的「仲尼」都

和子貢有關，因子貢讚美孔子，但顏淵也讚美孔子，為什麼不是顏淵最多？這是劉文

強開啟巨量研究的契機，他認為，先前之所以沒有研究過這個問題，是因為缺乏適當

的工具可以呈現。

　　有鑑於此，劉文強需要更好的工具來處理龐雜的文獻，2009年，國立臺灣大學

資工系教授項潔開始進行資料庫的建立，他提出了三維角度的看法，劉文強認為加上

時間應該是四維角度，巨量文本研究方法與統計學、離散數學相關，若不懂大數據就

無法進行討論。數位工具不是萬能的，但可運用的層面非常廣泛，不但要使用，而且

要盡量使用，能夠獲得的工具增加，可以做到的成果就越多或越好！

　　在摸索的過程中，連續三四年的時間，劉文強常常夢到自己坐在公車站，但是不

知道要去哪裡。憑著對研究的執著與信念，他前去請教看起來和中文系完全八竿子打

不著的資工系與生醫所，生物醫學所要求的是精準醫療，劉文強要的是能夠做到每個

字的精準梳理與判斷，他認為資工的專業和中文的研究，很像是上下游產業，好比將

石油精煉成汽油，要有生醫的精準判斷、資工的挖掘器械，再由中文提純淬鍊，最終

達到全方位呈現的效果。這讓他有了全新的體認，也抓到正確方向，原本在公車站不

曉得要去哪裡的劉文強，彷彿「有一天跳上火車，火車把我送到高鐵上」。科技的提

升支持著人文的需求，人文的發展深化了科技的進步，但是文言文的規律，目前資工

還無法掌握，科技與人文各擅勝場，自身領域範圍內的知識豐富卻缺乏整合，殊為可

惜。

     雖然計畫於2022年申請退休，但對於學術研究，劉文強始終秉持著堅毅的精神、

不渝的信念，絲毫不見倦懶，經典的要求精準到每一字都要斟酌再三，單單一個舉手

的動作，他便以興、舉、捧、抔四字來表述其中的分別，侃侃而談這些動作在典籍中

的形象。他認為，既然選擇用科學的依據處理文字，那麼只有用更多字，定位才會精

準，如同要使用資料庫，先透過大量的閱讀，效果更好，因為學識只會累積不會倒

退。目前他帶領學生做先秦經典的補注，並鼓勵學生只要願意努力用功，得到的收穫

是以前難以想像的，若能有事半功倍的器材協助研究，以後發展將不可限量。

　　

堅毅的精神，不渝的信念

　　2014年，劉文強和學生出席馬王堆學術研討會，將「黃帝」查了一遍，赫然發

現，我們以為人盡皆知的「黃帝」一詞，在《墨子》中其實一次都沒有出現過，不僅

墨子不提，墨子及其後代的文獻中也都未見隻字！「消失的黃帝」引起劉文強的興

趣，生活在距離「炎帝」、「黃帝」幾千年的二十一世紀，都曉得這兩位上古神話人

物，但在與其年代相近的《墨子》反而沒有紀錄，也許把舊有的、習以為常的概念，

用新的方法重新檢視和排列，根據文獻證據，可能就會顛覆了傳統既定的印象。

　　先秦兩漢的經典問題在於分別有流傳的過程，例如《左傳》又名《左氏春秋》，

是配合《春秋》的編年史，記事比《春秋》多十三年。《左傳》與《春秋》應該是不

能切割的，像是一個整合型計畫，孔子是召集人，不是撰寫者。《左傳》跟《孔子家

語》以及《國語》相關，《孔子家語》的爭議很多，不少學者直言是偽書；至於《國

語》，司馬遷的〈報任安書〉載有「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然而左丘明生活在

春秋末年，《左傳》卻有戰國初的記事，年代已有疑慮，因此古籍史書是否可靠也是

一大問號，遑論距離先秦較司馬遷更遙遠的閻若璩、朱熹等百家說法；最重要的是，

倘依此門徑順藤摸瓜地回溯，可能會「回到原點」，屆時若理出許多經典成為偽作的

情況，將導致很多學者無法接受。劉文強認為，現象很容易發現，但現象所蘊含的問

題不能預測，如同廚師的廚藝有高下之分，水準相同的食材做出來的料理，差別只在

於精緻度。

　　2022年，劉文強主持科技部《先秦兩漢經典流傳現象之研究》，準備串連先秦

兩漢時期的經典關係，這是立基於巨量資料庫的研究進行深耕與拓展，試圖重整，甚

至重塑春秋戰國的面貌。在中文領域進行巨量資料庫的建構與推動研究方法的變革，

劉文強不認為自己是開創的先鋒，而是將自己定義為推廣者，他在無數場演講中，不

厭其煩介紹巨量資料庫的研究，希望研究者能藉此減少摸索的時間，利用更合宜的工

具，完成卓越的學術產出。

　　

文學與工程，跨領域的雙向奔赴

　　2014年，劉文強深知若要在研究方法和使用工具上有所突破，跨領域是不可能

逃避的辦法，他前往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拜訪地理學博士吳連賞校長，想藉GIS（Geo-

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地理資訊系統）完成資料圖像化，解決《左傳》中提

到的首都遷徙問題，同時也申請補助，希望能尋求資源。最後補助申請遭到退件，理

由竟是審查委員將3S (GIS地理資訊系統、GPS全球定位系統、RS遙測) 誤會為「GPS」，

雖然令人感到氣餒，但更堅定劉文強一定要利用資訊工程打造科技文學研究的決心。

　　巨量文本造成的誤會，可由大部分委員認為這是透過網路搜尋就可以處理的審查

意見中略見端倪，然而搜尋是方法、整理是過程，發現問題才是結果。在研究過程

中，設定參數是很令人傷腦筋的步驟，典籍中由字、詞到時空的比較，若無法精準定

義，便很難找到正確答案；再者，以前要熟記默背的資料，現在只需要輸入關鍵字查

詢，就能夠得到答案，會不會造成研究工作上的憊懶投機？劉文強認為正好相反，他

指出研究者對文本的精熟程度才是成果好壞的關鍵，倘若研究者只依賴工具，對於很

多字詞不能正確掌握，就無法做出精確的研究，工具之所以讓人感到方便，在於使用

者對知識具備足夠的底蘊，資料庫的建立改善了工作效率，更凸顯打好文本基礎的重

要性。

　　例如典籍中的「曰」和「云」二字，都能解釋為「說」的意思，兩個字的差別在

於「曰」是確定已知，就是語出某某人、不可更改的確鑿，而「云」字不是；又如有

些字詞可以前後顛倒，有些不行，如「憐」、「愛」、「惜」，憐愛、愛憐、憐惜、

愛惜都是字詞，但惜愛、惜憐就不是。在研究過程中，常常做了關於甲乙的研究，卻

又冒出涉及丙丁的連結，就這樣一個套一個，往前後左右延伸，研究的量體便益發龐

大。中文系還有一個困擾從事古籍經典研究學者的嚴峻問題，就是歷朝歷代屢見不鮮

的偽書！早年不乏許多辛苦投入典章考據的研究者，土法煉鋼經交叉比對分析大量資

料後，才發現關鍵竟然被登載在偽書中的情況！若當時已有合適的工具及方法，必定

能少走冤枉路，文學與科技雖然在本質上看似互不相干，但在越來越先進的跨領域交

流中，逐步加強互動，緊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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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劉文強教授，是一

位長於典籍研究的知名學者，自先秦的《左

傳》、《三禮》至漢魏六朝散文，皆是他長年投

入鑽研的範疇。

     典章文獻的文本是中文系研究的基礎，由於時

間跨度長，文本的散佚偽誤也是多數學者的痛，

近代文學或許相關史料較為齊整，也容易蒐羅，

但對於研究古籍的學者來說，即使不過相距百餘

年的《紅樓夢》，目前已知的脂本系統便包含甲

戌本、己卯本、庚辰本與戚序本四版差異，遑論

更久遠之前的作品了。

     由於傳統的研究方式面臨典籍版本與字詞判定上的困難，因此劉文強主持科技部

人社中心《巨量文本方法下的左傳成書研究》研讀班，嘗試以數理的思維方式讓文學

上的難題獲得解決。

科技提升人文，人文深化科技

　　在印刷術尚未普及之前，書籍的流通以手抄本為主，古籍文典在傳抄過程中，往

往因為書寫錯誤或筆畫不清等緣由，造成的謬誤與疏漏數不勝數，研究者須耗費大量

時間與精力去一一檢核，審視任何一個令人感到疑慮的字詞；「郭公夏五，疑信相

參」是否貽笑大方暫且不論，訛誤失實的文字可能影響研究正確性甚鉅，造成嚴重的

後果，《呂氏春秋．慎行論》的「己亥涉河」成了「三豕渡河」就是典型的例子。

　　隨著科技進步，網路興起後，很快地成為學術資料搜尋、儲存及分享的重地，

2003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陳郁夫教授(現已退休)建立「寒泉古典文獻全文

檢索資料庫」，運用數位化典藏了十三經、四庫總目以及先秦諸子、二十五史等古

籍，成為劉文強進行研究時的好幫手，使用寒泉資料庫找參考材料很方便，不會疏

漏，然而受限於系統類型，他很快地察覺不足之處。

     中文字受到語言、環境等因素影響，同一個字詞在不同的時代，甚至在相異的語

境中，所代表的意思便可能不盡相同；劉文強發現，寒泉資料庫查察關鍵字時相當好

用，但若想要解決字詞的脈絡問題，便不甚理想。舉例來說，《論語》是孔子弟子與

再傳弟子的集錄匯編，提到孔子時多使用子、夫子等稱謂，孔子名丘字仲尼，「仲

尼」一詞在《論語》中，一共出現六次，全數落在〈子張篇〉，而所有的「仲尼」都

和子貢有關，因子貢讚美孔子，但顏淵也讚美孔子，為什麼不是顏淵最多？這是劉文

強開啟巨量研究的契機，他認為，先前之所以沒有研究過這個問題，是因為缺乏適當

的工具可以呈現。

　　有鑑於此，劉文強需要更好的工具來處理龐雜的文獻，2009年，國立臺灣大學

資工系教授項潔開始進行資料庫的建立，他提出了三維角度的看法，劉文強認為加上

時間應該是四維角度，巨量文本研究方法與統計學、離散數學相關，若不懂大數據就

無法進行討論。數位工具不是萬能的，但可運用的層面非常廣泛，不但要使用，而且

要盡量使用，能夠獲得的工具增加，可以做到的成果就越多或越好！

　　在摸索的過程中，連續三四年的時間，劉文強常常夢到自己坐在公車站，但是不

知道要去哪裡。憑著對研究的執著與信念，他前去請教看起來和中文系完全八竿子打

不著的資工系與生醫所，生物醫學所要求的是精準醫療，劉文強要的是能夠做到每個

字的精準梳理與判斷，他認為資工的專業和中文的研究，很像是上下游產業，好比將

石油精煉成汽油，要有生醫的精準判斷、資工的挖掘器械，再由中文提純淬鍊，最終

達到全方位呈現的效果。這讓他有了全新的體認，也抓到正確方向，原本在公車站不

曉得要去哪裡的劉文強，彷彿「有一天跳上火車，火車把我送到高鐵上」。科技的提

升支持著人文的需求，人文的發展深化了科技的進步，但是文言文的規律，目前資工

還無法掌握，科技與人文各擅勝場，自身領域範圍內的知識豐富卻缺乏整合，殊為可

惜。

     雖然計畫於2022年申請退休，但對於學術研究，劉文強始終秉持著堅毅的精神、

不渝的信念，絲毫不見倦懶，經典的要求精準到每一字都要斟酌再三，單單一個舉手

的動作，他便以興、舉、捧、抔四字來表述其中的分別，侃侃而談這些動作在典籍中

的形象。他認為，既然選擇用科學的依據處理文字，那麼只有用更多字，定位才會精

準，如同要使用資料庫，先透過大量的閱讀，效果更好，因為學識只會累積不會倒

退。目前他帶領學生做先秦經典的補注，並鼓勵學生只要願意努力用功，得到的收穫

是以前難以想像的，若能有事半功倍的器材協助研究，以後發展將不可限量。

　　

「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申請受理時間：每年３月、８月

‧詳細資訊可參考：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333

堅毅的精神，不渝的信念

　　2014年，劉文強和學生出席馬王堆學術研討會，將「黃帝」查了一遍，赫然發

現，我們以為人盡皆知的「黃帝」一詞，在《墨子》中其實一次都沒有出現過，不僅

墨子不提，墨子及其後代的文獻中也都未見隻字！「消失的黃帝」引起劉文強的興

趣，生活在距離「炎帝」、「黃帝」幾千年的二十一世紀，都曉得這兩位上古神話人

物，但在與其年代相近的《墨子》反而沒有紀錄，也許把舊有的、習以為常的概念，

用新的方法重新檢視和排列，根據文獻證據，可能就會顛覆了傳統既定的印象。

　　先秦兩漢的經典問題在於分別有流傳的過程，例如《左傳》又名《左氏春秋》，

是配合《春秋》的編年史，記事比《春秋》多十三年。《左傳》與《春秋》應該是不

能切割的，像是一個整合型計畫，孔子是召集人，不是撰寫者。《左傳》跟《孔子家

語》以及《國語》相關，《孔子家語》的爭議很多，不少學者直言是偽書；至於《國

語》，司馬遷的〈報任安書〉載有「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然而左丘明生活在

春秋末年，《左傳》卻有戰國初的記事，年代已有疑慮，因此古籍史書是否可靠也是

一大問號，遑論距離先秦較司馬遷更遙遠的閻若璩、朱熹等百家說法；最重要的是，

倘依此門徑順藤摸瓜地回溯，可能會「回到原點」，屆時若理出許多經典成為偽作的

情況，將導致很多學者無法接受。劉文強認為，現象很容易發現，但現象所蘊含的問

題不能預測，如同廚師的廚藝有高下之分，水準相同的食材做出來的料理，差別只在

於精緻度。

　　2022年，劉文強主持科技部《先秦兩漢經典流傳現象之研究》，準備串連先秦

兩漢時期的經典關係，這是立基於巨量資料庫的研究進行深耕與拓展，試圖重整，甚

至重塑春秋戰國的面貌。在中文領域進行巨量資料庫的建構與推動研究方法的變革，

劉文強不認為自己是開創的先鋒，而是將自己定義為推廣者，他在無數場演講中，不

厭其煩介紹巨量資料庫的研究，希望研究者能藉此減少摸索的時間，利用更合宜的工

具，完成卓越的學術產出。

　　

文學與工程，跨領域的雙向奔赴

　　2014年，劉文強深知若要在研究方法和使用工具上有所突破，跨領域是不可能

逃避的辦法，他前往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拜訪地理學博士吳連賞校長，想藉GIS（Geo-

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地理資訊系統）完成資料圖像化，解決《左傳》中提

到的首都遷徙問題，同時也申請補助，希望能尋求資源。最後補助申請遭到退件，理

由竟是審查委員將3S (GIS地理資訊系統、GPS全球定位系統、RS遙測) 誤會為「GPS」，

雖然令人感到氣餒，但更堅定劉文強一定要利用資訊工程打造科技文學研究的決心。

　　巨量文本造成的誤會，可由大部分委員認為這是透過網路搜尋就可以處理的審查

意見中略見端倪，然而搜尋是方法、整理是過程，發現問題才是結果。在研究過程

中，設定參數是很令人傷腦筋的步驟，典籍中由字、詞到時空的比較，若無法精準定

義，便很難找到正確答案；再者，以前要熟記默背的資料，現在只需要輸入關鍵字查

詢，就能夠得到答案，會不會造成研究工作上的憊懶投機？劉文強認為正好相反，他

指出研究者對文本的精熟程度才是成果好壞的關鍵，倘若研究者只依賴工具，對於很

多字詞不能正確掌握，就無法做出精確的研究，工具之所以讓人感到方便，在於使用

者對知識具備足夠的底蘊，資料庫的建立改善了工作效率，更凸顯打好文本基礎的重

要性。

　　例如典籍中的「曰」和「云」二字，都能解釋為「說」的意思，兩個字的差別在

於「曰」是確定已知，就是語出某某人、不可更改的確鑿，而「云」字不是；又如有

些字詞可以前後顛倒，有些不行，如「憐」、「愛」、「惜」，憐愛、愛憐、憐惜、

愛惜都是字詞，但惜愛、惜憐就不是。在研究過程中，常常做了關於甲乙的研究，卻

又冒出涉及丙丁的連結，就這樣一個套一個，往前後左右延伸，研究的量體便益發龐

大。中文系還有一個困擾從事古籍經典研究學者的嚴峻問題，就是歷朝歷代屢見不鮮

的偽書！早年不乏許多辛苦投入典章考據的研究者，土法煉鋼經交叉比對分析大量資

料後，才發現關鍵竟然被登載在偽書中的情況！若當時已有合適的工具及方法，必定

能少走冤枉路，文學與科技雖然在本質上看似互不相干，但在越來越先進的跨領域交

流中，逐步加強互動，緊密合作。


